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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在家庭中成长 
 

 

有一个炎热的下午，约翰在忙着修理他的汽车。马内

儿站在旁边看他父亲工作。约翰所使用的工具滑落下来，

砸伤了他的手，他痛苦地叫喊起来。第二天，马内尔在玩

耍的时候，用他看到父亲所使用的同样工具来假装修理他

的自行车。玛丽亚正在看着他玩耍，当那个工具也同样地

在他手中滑落的时候，她听到马内儿的叫喊，声音与他父

亲前一天的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玛丽亚把她看见马内儿所做的事告诉了约

翰。他们讨论了在儿子的生活中，他们个人影响的重要性。

因为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希望马内儿长大成为一个有很

好的适应能力和负责任的成年人，因此，他们一起祈求神

帮助他们，永远都能够在儿子面前树立恰当的榜样。 

或许，你在家里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你能够回想起你

模仿你的父母所做的某件事情吗？或者你可能会看到你的

孩子模仿你的行为。本课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家庭中进行

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要帮助个人在基督样式里完全长进。

家庭是进行教育的 重要的场所之一。圣经对这个重要问

题有着很多阐述，这些阐述对你的生活和事工会起到指导

的作用。在你努力通过各种培育事工，来建立基督肢体的

时候，愿你能够铭记神这些话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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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圣经的婚姻观 
家庭的本质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之后，应当能够： 
 阐述圣经的婚姻观。 
 描述如何帮助婚姻成长。 
 描述基督徒父母的两个主要任务。 
 描述有助于家庭生活教育的两种经验。 

学习要领 
1、按照第一课所建议的程序来学习本课。 
2、在你完成了课文进程部分的学习之后，作自我测试，并

检查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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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劝告          熟悉            一夫多妻制的 
补充物        使人高兴        社会身份 
使人喜爱的    一夫一妻制的    暴君 

课文进程 

圣经的婚姻观 

神的计划 

目的 1、认识神造人的旨意，人为什么不同于其他动物，为

什么要创造女人，对人有帮助的婚姻观及家庭的目的。 

创世记开头两章经文描述了神奇妙的创造作为。这一

描述包括了创造天地，揭示了神把太阳、月亮和星星摆列

在天空中，以及这样做的目的。我们获悉神用许多不同种

类的美丽的植物来遍布全地，各从其类结出种子自身繁衍。

而且，我们还看到他用各种各样迷人的动物，来充满陆地、

海洋和天空，他的创造大工几乎达到了完全。因而，当神

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他说这是非常好的。 

神创造大工的 终完成是造人。人是按照造物主的形

象来造的。至此，神还没有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任何动物

或植物。可是，现在神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并将生气

吹在他的鼻孔里。按照造物主的样式所创造的这一被造物

就是人。他不同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因为他是能够辨别

是非的生物：他有辨别良善与邪恶的潜能。在这个方面，

他就像他的创造主，还有与神交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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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同于其他被造物，不仅仅因为他是能够辨别是非

的生物，而且还因为他是“独一”的。其他动物都是雌雄

成对地被创造的，但是，人却独自地在伊甸园里劳作。耶

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创世记 2：18），因此，神从那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了

一个女人作为他的伴侣。她要成为他的助手，共同负责照

看伊甸园。她要辅助她丈夫的各种努力，做丈夫的伴侣，

与丈夫一起在地上繁衍生命。 

神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旨意，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

创造了人：他可以回应神的爱和荣耀神。此外，我们知道

神使人为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夫妻关系是家

庭中所命定的基本关系，也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体现。因

为神为男人创造了女人，为女人创造了男人，因此我们知

道神是家庭的设计者。 

创世记的记述强调了夫妻关系是一种辅助关系。神要

丈夫和妻子以这样的方式一起生活，即各自的需要都要得

到满足。他们有能力相互联系和分享情感、智力和生活中

的属灵经历。另外，婚姻为婚姻伴侣之间提供了 为亲密

的身体关系。神祝福这种联合，并使得男人和女人得以生

产，在地上繁衍生命。 

因而我们知道，除了照看其他被造物和看顾彼此的需

要之外，神对亚当和夏娃的旨意是生养孩子。生育孩子的

能力是人生命中的一个自然功能。虽然亚当和夏娃彼此之

间有着 为亲密的关系，他们还要对自己的孩子们培养出

一种充满了爱的关系。作为父母，他们要提供一种教育孩

子们敬畏神和尊崇神的诫命的家庭环境。他们的生活和教

导都要体现出对神的爱和信靠。这样，孩子们才会有适宜

的榜样，才能长大成熟， 终也会用指导他们父母的同样



 234

原则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家庭。 

圣经清楚地表明，从一开始，教育就是夫妻关系和父

母与孩子们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圣经还揭示了家庭

中的教育是神的计划。圣经通过教训和榜样而显明了家庭

生活的样式。对此，箴言 22：6 作了很好的总结归纳：“教

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表明，

神命定家庭提供有益的教育关系，使得每个人都能够长大

而变得完全和感到满足。 

习题 1-5、根据前面的课文内容，选出正确的答案。 

习题 1、选出 佳答案。神造人的目的是： 

a) 提供照管所创造的秩序的人。 
b) 使人回应他的带领和荣耀他。 
c) 为地上繁衍人口。 

习题 2、人在哪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 

a) 在所有的被造物中，只有人有思维能力。 
b)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c) 人只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他被造物不同，即他更加复杂。 

习题 3、下面所有的选项，除其中一句以外，都是神创造女

人的原因。选出哪个选项不是前面的讨论中所阐述的理由。 

a) 女人的受造是要成为男人的助手。 
b) 神所创造的那个女人是要补充男人的能力，帮助成就神

的创造计划。 
c) 女人的受造是要担当创造秩序中的从属和次要角色。 
d) 女人通过教育和榜样来帮助培育敬畏神的孩子们，并使

人类永远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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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4、对人有帮助的婚姻观是： 

a) 女人要履行她对男人的从属关系。 
b) 当丈夫和妻子彼此满足对方需要的时候，神在这种关

系中的旨意，便得到了成就。 
c) 如果婚姻单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坚持帮助其他成员，

那么，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 

习题 5、选出 佳答案。神设立家庭是要： 

a) 提供培育关系，因为人要生养繁衍和照看全地。 
b) 使全地都有人居住，享受它的果实和照看它。 
c) 为他所创造的人建立社会秩序和政府。 

婚姻的本质 

目的 2、把诸如“教育”、“看顾”、“爱”、“亲密”和“合一”

这样的词语，配上它们在本课内容中的含义。 

婚姻关系是如此的特别，以至于它在所有的社会中都

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承认。通常情况下，一对夫妇的婚姻都

会通过民间仪式或宗教仪式，或者是通过某种传统习俗来

正式确立。无论仪式是复杂还是简单，通常都要采用某些

程序来正式承认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组成了一个基本的家

庭单位：丈夫和妻子。 

男女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他们之间的某些承诺和期望

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认真地重温创世记 1：26-28 和 2：
20-25，那么，你就会发现有若干个因素，构成了婚姻关系

的特点。 

1、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只有男女之间才能建立的一种

关系。神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为他们彼此之间设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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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所命定的自然的性别秩序。 

2、婚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视为是男女之

间的一种“合一”。神用男人的肋骨来创造女人这个方式本

身，也表明了这一点。这是婚姻中合一关系的 佳例子。

亚当把夏娃视为他自己身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神创造夏

娃的身体的时候，把她创造得与他为亚当所创造的身体有

所不同。他们身体上的不同，为他们彼此之间身体上的亲

密关系做好了准备。神在每一个方面，都预备好他们彼此

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 

3、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关系。虽然有很多文化承认和允

许一夫多妻的婚姻，但是圣经以亚当和夏娃的例子表明这

是不正确的。圣经主要强调的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个

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婚姻。 

4、婚姻是一种持久的关系。丈夫和妻子要联合在一起，

直至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去世为止。在婚姻中，他们要在神

面前立约，在肉体上合而为一，而只要他们活着，这一承

诺就会把他们之间结合在一起。 

5、婚姻标志着一个新的家庭单位的开始。当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作为丈夫和妻子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意味

着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个新家庭与他们各自出生和得

到养育的家庭不同。而且，社会上会对这一新的家庭单位

予以承认，婚姻法和财产法也同时生效。在某些文化中，

新婚夫妇不再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一起。相反，他们要建

立一个新家庭，开始生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6、婚姻是一种惬意的信任关系。丈夫与妻子之间不应

该有任何羞耻。圣经在创世记 2：25 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即使他们当时赤身露体，亚当和夏娃也不感到羞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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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们之间的不同，但是，他们完全满足于他们彼此委

身的纯洁无暇。 

创世记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神设立了这种充满了爱、

亲密和完全的关系，并希望夫妻之间彼此分享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体现了爱，并为教育和彼此相互照顾提供了一个

基础。这样的环境是孩子们得到养育的自然环境，可以使

孩子们认识到神在他们家里以及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

面对他们的祝福。 

习题 6、按照本课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把下面每一个词语（右

边）配上其恰当的定义或含义（左边）。 
….a 提到了这个方面，即配偶要      
密切注意对方的各种需要，还谈及了

一个人的关切。 

 1）教育 

….b 指的是婚姻结合所带来的亲      
密无间。 

 2）关心 

….c 指的是一个人对他的配偶的 
体贴。还涉及到了对孩子们的培养、

管教和支持。 

 3）爱 

….d 指的是亲密相处、熟悉或接 
触；有着一种非常个人或私人的本质。

 4）亲密 

….e 指的是表达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的情感、温柔和忠诚。 
 5）合一 

 

婚姻里的培育 

目的 3、指出那些培育了婚姻的夫妻行为。 

婚姻关系 初是由神所确立的，并在亚当和夏娃犯罪

之后再次得到了肯定，直至今天。使徒保罗教导说，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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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妻子和家庭的头或领导（哥林多前书 11：3）。他还肯定

地说，丈夫和父亲要负责提供他们家庭中的各种需要。如

果一个男人不看顾他的家庭，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比不信

神的人还不好（提摩太前书 5：8）。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

些经文中，保罗这些话是针对作为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们

所说的。 

我们在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所思考的关于亚当和夏

娃的故事，一直持续到第 3 章和第 4 章。当你阅读这几章

经文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亚当和夏娃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影响到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伊甸园里有着

丰富的食物和各种可爱的花朵，可是他们再也不能留在伊

甸园里了。由于他们犯了违背神诫命的罪，他们被迫离开

了伊甸园，并在一个充满了荆棘的地方生活和劳作。现在，

他们只有耕种和劳作，才能得到食物和居住的地方。他们

与创世秩序有关的地位已经改变。因此，他们非但不能负

责管理天地，反而成了它的奴隶。他们所犯的罪还改变了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夏娃的受造是要成为她丈夫的助手，

但是，现在神把亚当设立为家庭的头。此外，夏娃生养孩

子的时候，还必须经受很多痛苦。由于亚当的犯罪，土地

受到了诅咒。他所经历的伊甸园的丰盛已经消失。因此，

他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维持他的妻子和家庭的需要。

罪还成了他们婚姻关系中各种问题的根源。 

神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神圣的关系。耶稣认为夫妻关

系是神所配合的关系（马可福音 10：9）。因为神所创造的

东西都是美好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婚姻

本来就是一种美好的结合。神不仅设立了婚姻，而且还在

圣经中教导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如何生活在一起，以及如

何使他们的家庭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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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的人学习圣经中关于婚姻的基本教导尤其重要，

如果他们要具有一种充满了爱和培育关系的话。对于丈夫

和妻子，圣经都作了具体的教训，教导他们作为信徒如何

在彼此面前体面和有效地生活。首先，让我们来思考对丈

夫们所作的教导。 

对丈夫们的教导 

在谈到家庭关系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诫每一个丈夫，

要效仿基督爱教会的方式来爱他的妻子。当你真正地爱某

个人的时候，你会真诚地关心那个人，而你所希望得到的

是对她 好的东西。你的爱会使你竭尽全力地去照顾她，

去思想她的益处先于思想你自己的益处。基督对他的教会

便彰显出了这样的爱，他以自己的死来救赎他所爱的人，

使他们成为配得上他的人。做丈夫的也应该具有这种关爱

的态度。 

一个爱他的妻子和家庭的人，会努力工作来供养他们。

他用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来为他们提供食物、居所和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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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了爱的丈夫，不会忘记更不会忽略他对家庭的各

种责任。 

一个充满了爱的丈夫会关心他妻子的感受。一个爱他

妻子的丈夫，不会谈论或思想一些对她不好的东西。相反，

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会体现他对她的爱。他不会因

为她的过错而虐待她，而是以爱和耐心来努力帮助她找到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的理解和耐心创造了一个有益的

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她很可能会得到改善。 

一个真正爱他妻子的丈夫，会充分地关心和理解她情

感上的需要。他会花时间与她谈论她所担心的各种问题。

他会表达自己对她的爱，并且会竭尽所能地使她在与自己

的关系中得到安全感，给予她必要的情感支持，以帮助她

成为一位更好的妻子和母亲。 

一个人爱他妻子，并欣赏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就会努

力在属灵上培育她。妻子应该在她丈夫身上看到一个爱神

的人，这个人要为他的家庭树立事奉和敬拜神的榜样。他

要带领家庭灵修，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帮助邻里，作为肢体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教会中服侍，并把神的话语持之以恒

地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总之，他以祷告来支持他的妻子

和家庭，为了他们而感谢神，也为了做神管家的特权而感

谢神。当一个人以这种态度来带领他的家庭的时候，神会

感到喜悦。 

当妻子认识到她是丈夫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认

识到他爱自己的时候，她就会从婚姻关系中获得安全感。

在她必须做出会影响到她和家庭的各种决定的时候，如果

他表示对自己的主意感到有信心，她会感到更加有安全感。

丈夫通过尊重妻子为他自己生命中 重要的人来培育他的

妻子。而她所需要的知识是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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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 

一个丈夫培育妻子和爱妻子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帮助

她做好母亲的角色。丈夫和父亲应该教育他的孩子们要爱

他们的母亲，尊重和顺服她们的母亲。一个充满了爱的丈

夫，永远都不会允许他的妻子遭受孩子们的责骂或虐待。

当妻子为了管教孩子们而设立和执行各种规定的时候，她

必须知道自己在家庭中，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保罗还强调了丈夫有关心他妻子的性要求的义务。在

哥林多前书 7：3-5 中，他教导说，丈夫不能在性生活上拒

绝自己的妻子，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圣经还教导说，

亲密的性生活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婚姻关系中的一部分，因

此，不应该以消极、自私的方式，利用性生活来对抗配偶。

拒绝与妻子在性生活上的亲密，会给撒但打开试探的大门，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会在生活中的这个方面受到撒

但的诱惑。 

对妻子们的教导 

妻子也得到了与丈夫关系的教导。保罗教导说，妻子

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弗所书 5：22）。这节经文的上下

文，表明了丈夫在家庭中要起领导作用。妻子要通过承认

和接受丈夫的领导来表明她的顺服，并以此来承认家庭的

神圣秩序和神在她生命中的权柄。顺服并不是意味着女人

不如她的丈夫，也不是意味着允许丈夫像一个暴君那样对

待他的妻子。顺服是承认神为家庭生活所设立的角色。圣

经教导丈夫要爱他的妻子，而妻子必须愿意接受丈夫的爱，

如果他的爱要在她的生命中产生果效的话。 

在婚姻中与丈夫的关系上，妻子具有一个培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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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应该知道妻子感激自己为了供养她所做出的各种努

力。她应该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努力、供养和关心的感激，

以这种方式来让他知道，她很关注他所行使的领导作用。

她还可以通过聪明地使用她所处理的家庭资源来帮助丈

夫。而且，在他面临各种问题和挫折的时候，她能够忠诚

地与丈夫站在一起，这将提供一种充满了爱的激励，而这

种激励是艰难时期所必要的。 

一位充满了爱的妻子，会尽力使家庭成为她丈夫感到

舒适和安息的地方。一个整洁的家、及时周到的膳食以及

对家庭责任充满了爱和愉快的态度，向丈夫表明了他的妻

子深深地关爱着他。妻子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她的职责，

毫无疑问地将会发现，她的丈夫也会以一种充满了关爱的

态度来对待她。 

在丈夫带领家庭敬拜和事奉神的时候，忠心的基督徒

妻子将会培育他。她将会通过在家里就如同在教会那样，

高度重视属灵的事情来表明她支持他的领导地位。这样的

妻子将会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这也会使她与丈夫的关系

变得更好。这种家庭的和谐将会很好地向他们的家人见证

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也会向他们的邻居表明基督徒生活的

现实意义。这还会使得他们在当地教会中，对神的事奉更

加有效，因为他们的生活体现了神的爱、平安和喜乐，而

这些都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流露出来的。 

一个基督徒妻子要关心丈夫情感和身体上的需要。她

将会竭尽所能地支持她的丈夫，向他表明自己关心他的需

要，并且他可以依赖她。她将会充满关爱地提供必要的亲

密接触来丰富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正如保罗告诉丈夫要关

心妻子的性需要一样，他也教导妻子要关心丈夫的性需要

（哥林多前书 7：3-5）。通过亲密的性生活，妻子可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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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丈夫的完全接纳和她对他的挚爱。这样，她或许会发

现当她满足丈夫的需要时，她的丈夫也会同样积极地做出

回应，以满足她的需要。 

我们从对以弗所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神希望基督徒

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对此，配偶双方都负有同等

的责任。双方都应该认真和有目的地培育这种关系，这样

才能带来幸福的家庭和丰盛的生活。 

习题 7、根据我们在本章节中的讨论，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丈夫们培育他们的家庭，因为他们供养家人，提供生

活的必需品。 
b) 当丈夫为他的家人提供各种物质需要的时候，他便做

了培育他们趋于完全所需要做的一切。 
c) 养育包括看顾家人情感上、属灵上、智力上和社会上

的需要。 
d) 丈夫与妻子不必对他们的配偶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当他们履行他们的各种责任的时候，便完全实现了培

育，而无需表明自己的感情，也无须公开地表达他们

的爱。 
e) 当丈夫支持妻子履行她作为母亲的职责时，培育便得

到了体现。 
f) 当妻子接受丈夫的领导地位时，婚姻关系便得到了培

育，而当妻子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各种努力的感激之情

时，这种关系会得到巩固和加强。 
g) 只要妻子接受丈夫的领导地位，无论她是否做好她的

工作，是否使得家庭快乐和整洁，是否把家庭事务打

理得井井有条，都是无足轻重的。 
h) 当婚姻伴侣彼此都提供必要的亲密接触，以丰富他们

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便产生了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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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本质 

目的 4、指出对“家庭”这个术语的定义，这个定义应该正

确地表明了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提到“家庭”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生养

他们的家庭。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成年

人，你或许会回想起小时候你的父母所践行的某些事或习

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可能会仍然给你带来愉

快的回忆。家庭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有着一种特别的

和可亲可爱的含义。它是我们生命开始的社会单位，而且

在很多重要方面一直对我们产生着影响。 

在创世记 1：28 中，你会注意到神希望亚当和夏娃生

养孩子。孩子们在圣经中被视为神的产业的一部分和生活

中的祝福。孩子们是神的赏赐（诗篇 127：3）。箴言 17：6
告诉我们说，子孙是一种祝福，“父亲”（或祖先）是孩子

们的荣耀。神对家庭的计划是这样的：丈夫和妻子要成为

父亲和母亲。这是神所命定的，是正确和美好的。 

孩子们通常要与他们的母亲、父亲、弟兄和姊妹们生

活在一起，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为止。在你的文化中，或许

到了某个年龄，孩子们就要离开父母的家，并建立他们自

己的家庭。作为成年人，他们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供应

他们自己的各种需要。这是生活的自然进程。 

然而，在孩子们达到通常要离开他们父母的那个年龄

之前，他们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有些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

家庭单位结构。孩子们可能会由他人来照顾，而不是由父

母来照顾。这些人可能会是叔叔、阿姨或者是爷爷、奶奶。

孩子很快就会知道谁负责供应他们的需要，他的饮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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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保护和安全都依靠他们。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中，父母

对孩子有特定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

候，他便要自己承担这些责任。在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时

期，父母教导孩子们如何照顾他们自己，如何对他们的行

为负责，以及如何为他们进入成年的角色而做好准备。 

由于一个人的一生大多数年头都是处于成年阶段，因

此，我们必须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培训。

人生中的基本功课通常都是在家庭中学到的。我们的第一

个老师通常都是我们的父母。父母与孩子之间，应该培养

出一种充满了爱的亲密关系。这种充满了关爱的关系应该

贯穿于一个人的一生。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

给人生赋予了意义，也提供了终生的指导。 

我们可以从每一种文化中看到家庭的本质。在各种文

化中都可以观察到生命的周期循环。孩子们出生的时候很

幼小，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随着他们的长大成熟，他们

学到了许多对成年人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通常到了某一个

年龄，正在成熟之中的儿子或女儿，会被认为进入了成年。

这时，每一个人都会作为社会中成年成员，被要求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会结婚生

养孩子，生命的循环便再次开始。 

习题 8、根据我们对家庭的阐述，选出对“家庭” 为正确

的定义。 
a) “家庭”指的是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背景、教育和语

言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群体。 
b) “家庭”指的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一起行动的社会阶

层。 
c) “家庭”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单位，它既生养生命，又为

了让人拥有丰富和充满意义的生活而预备和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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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培育 

目的 5、识别那些关于家庭培育中的适宜环境、榜样、解释、

教学情况和管教之理论依据的例子。 

或许，你会记得在本课前面的阐述中罪对婚姻的影响。

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把各种严重的问题带入了家庭，也

给作为父母的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关

于父母养育孩子的适当方式，存在着许多观念和教导。然

而，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自圣经的教导才是 好的教导，

因为这些教导是设立家庭的神所作出的。因此，这些教训

自然提供了 佳的信息。 

以弗所书 6：4 教导父亲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们。“养育”这个词有着若干相关的含义。

它指的是用好的教导和培训来教育；它也包括了用管教来

作为教育过程的辅助手段。 

父母们还受到了进一步教训，要以“主的警戒”来教

导他们的孩子们。“警戒”意味着要有目的地把孩子们的注

意力引向某样东西。父母可能会不得不用责任或警告来帮

助孩子学习。“警戒”还意味着孩子们要在他们的每一个方

面，都受到培训和教育。当孩子们在玩和工作中培养了他

们的驾车技术的时候，他们学会了身体上的训练，被教导

要培养他们的各种智力。孩子们还受到了关于如何表达他

们情感的教导。当然也受到了促使他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

的完全教导。 

长大成熟是一个学习过程。孩子们接受新知识有多种

来源。他们可以通过环境、榜样和解释来得到培育。所有

这些方面的学习都是重要的，父母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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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培育孩子。 

孩子们正是从他们所生活和成长中的环境学到了很多

功课，不断地走向长进。父母们可以通过提供有利于这个

学习过程的家庭环境，来提高培育孩子的效果。基督徒父

母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营造一种基督教的氛围。音乐、阅

读材料、玩具和游戏、艺术，所有有益的娱乐方式，都会

对孩子们产生影响和对他们起到教育作用。你曾经注意到

孩子如何模仿他们周围的各种声音吗？他或许是从电视或

收音机中听到了某首歌，之后，父母们就会听到他试着唱

那首同样的歌。如果父母们用那些对基督教信息有影响力

的东西，来充满他们的环境，那么，基督教影响很容易就

会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通常对孩子有着积

极的影响。 

 

父母们有很好的机会，以他们自己的生活为榜样来培

育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很容易受影响。他们看到父母所

做的事情，会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很快，他们就会开始模

仿父母的行为。充满了爱地培育孩子的基督徒父母们，会

努力通过他们个人的榜样来教导圣经真理。父母们的榜样

对孩子们有着长远的影响。甚至于在孩子们成年之后，仍

然会经常受到他们父母榜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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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父母们有义务也有机会，通过解释他们应该学

习什么来培育孩子们。父母让孩子们坐在自己身边阅读圣

经故事，并向他们解释这些故事，对孩子们来说既是祝福，

也会得到很大的益处。圣经功课对孩子们来说是生活的功

课。他们很快就会根据圣经中的例子，来判断他们自己的

行为。他们的心开始理解赐予生命的基本的圣经真理。这

一知识将成为理解神的道德律法的基础。这种从孩童时候

开始不断提高的圣经知识，对孩子们进入成年之后，通常

也会仍然产生影响。 

对孩子们的适当培育，要求父母们要以一种充满了关

爱的态度来管教和纠正他们的行为。随着孩子们的成长，

父母们会注意到孩子们越来越追求自行其是，会经常犯错

误。神吩咐孩子们要听从他们的父母，孝敬他们的父母（以

弗所书 6：1）。向孩子们教导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然

后要求孩子们听从他们的教导，这是父母们的责任。孩子

们违背他们的父母和得不到适当的管教，都是不好的。父

母们在神面前，有责任用管教的方式来培育他们的孩子们，

这种管教包括教导和纠正他们。这种管教的结果是，当孩

子们成为成年人的时候，他们会有能力进行自我约束。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在孩子们中培养那些将使他们

变得成熟和完全的生命品质。 为重要的是要培育孩子们

对于神和神的话语的认识和理解。这将为明白道理和正确

判断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孩子们还必须知道，如何才能

成为一个好的、负责任的社会成员。他们应该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得到培育，及被预备好将来有一天去教导和培训他

们自己的孩子们。 

显然， 基础的教育应该产生于家庭环境中，其他的

教育应该产生于一个家庭与另外的家庭一起敬拜神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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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孩子们应该看到每一个家庭的价值，因为每一个

家庭都忠实地做见证和在社区中事奉。我们应该使他们明

白，教会是一个灵修、集体敬拜、聚会和事奉的地方。父

母们在他们参加礼拜和支持教会事工方面所树立的榜样，

毫无疑问地，将会对孩子们产生终生的影响。 

习题 9、根据我们的阐述，指出下面哪些句子是适合于家庭

教育的，并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1）；指出哪些句子是不

适合于家庭教育的，并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2）。 

….a 在基督徒家庭中，适当的教育包括爱、教导、榜样和

适宜的告诫，但是不包括管教。 
….b 只要有适当的教导，有父母的好榜样和定期参加礼拜，

家庭环境就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c 培育归根到底就是为生活做好准备。 
….d 培育包括智力、身体、情感和属灵上的成长。 
….e 基督徒父母通过榜样来进行教导，同样也通过教训来

教导；因此，他们必须永远注意他们的品行。 
….f 父母们向孩子们所作的圣经教导和阐释，将帮助孩子

们把神的话语，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品行和解决各种生活

问题上。 
….g 基督徒父母的爱的 大特点之一，是他能够忽视他的

孩子们的不顺服，表现得好像他没有看到或听到孩子们

不顺服的行为举止。 
….h 如果家庭在培育活动中是真正有果效的，那么参加礼

拜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可以任意选择的。 

结语 

圣经特别强调在家庭关系中培育的重要性。神命定了

这些关系：婚姻关系和父母与孩子们的关系。对于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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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幸福喜乐的家庭，圣经向我们作了适当和重要的教导。

基督徒夫妻会发现，当他们各自首先追求讨神喜悦，然后

才是讨他或她的配偶喜悦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将会更加充

满意义和美满如意。重视基督教导并在孩子们还非常年幼

的时候，便向他们灌输神的真理的父母通常会发现，他们

的孩子们在成年之后，会更加负责任和能够更好地适应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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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错对选择题：在正确的句子前面填上 T；指出下面哪些句

子是错误的，在错误的句子前面填上 F. 

….1、人与其他被造物不同的唯一方面是神只创造了他，没

有给他创造伴侣。 

….2、亚当在神创造了夏娃之后，设立了家庭的计划。 

….3、家庭的目的是要提供培育关系，因为人类要生养繁衍

和照看它。 

….4、圣经着重强调了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

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夫妻间其中一方去世为止。 

….5、基督徒丈夫受命要以基督爱教会那样无私的爱来爱他

的妻子。 

….6、妻子培育她丈夫的方式之一，是要在他失意和遇到挫

折的时候支持他，用她的属灵价值观念来激励他。 

….7、警戒指的是当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责骂他。 

….8、父母们可以借助音乐、阅读材料、玩具、游戏、艺术

和有益的娱乐方式来营造基督教氛围，以此来更加有效

地培育孩子们。 

….9、基督徒可以对孩子们产生 强烈的影响，当他们所效

仿的榜样成为教会中长老的时候。 

….10、管教孩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个平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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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5、a) 提供培育关系，因为人要生养繁衍和照看全地。 

1、b) 使人回应他的带领和荣耀他。 

6、a   2) 关心 
   b   5) 合一 
   c   1) 培育 
   d   4) 亲密 
   e   3) 爱 

2、b)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7、a) 正确 
   b) 错误 
   c) 正确 
   d) 错误 
   e) 正确 
   f) 正确 
   g) 错误 
   h) 正确 

3、c) 女人的受造是要担当创造秩序中的从属和次要角色。 

8、c) “家庭”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单位，它既生养生命，又

为了使那个人拥有丰富和充满意义的生活而预备和

影响他。 

4、b) 当丈夫和妻子彼此满足对方需要的时候，神在这种关

系中的旨意，便得到了成就。 

9、a   2) 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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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不合适 
   c   1) 合适 
   d   1) 合适 
   e   1) 合适 
   f   1) 合适 
   g   2) 不合适 
   h   2) 不合适 

 


